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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盲盒为体，IP 为翼，潮玩市场进入井喷时代。盲盒起源于日本明

治末期的“福袋”，90 年代开始中国已经有了“盲盒”玩法的雏

形。盲盒是载体，IP 便是其中的核心。在当代高强度压力下，潮

玩成了年轻人有效的情感寄托，而盲盒成为了降低潮玩门槛的有效

方式。根据阿里大数据显示，潮玩细分市场近年来增速接近 300%。

在 2019 年的天猫双十一中，以潮玩为主要产品的中国潮流玩具集

团 POP MART泡泡玛特天猫旗舰店以 295%的增速成为天猫“双十一”

整个玩具类目的第一名。 

 Z世代成消费主力，潮玩圈层日益扩大。据泡泡玛特招股书披露，

超过 95%的潮流玩具消费者年龄介乎 15 至 40 岁，其中 63%持有

学士或以上学位。会员整体复购率高达 58%。这部分年轻人主要以

所谓的“Z 世代”为主。相比于上一代人，“Z 世代”消费能力上

升逐渐称为市场消费主力，同时“数字原生”的他们也更加愿意接

受新鲜事物。潮玩产业链的完善外加上“Z世代”的消费特点，其

用户闭环也在逐渐呈现。 

 联名大行其道，加速 IP变现。 IP的直接内容指的是文字、漫画、

动画等。依附于”Z世代“的怀旧，具有粉丝效应等特性，IP的基

本盘已经完成。在营销的催化下，IP正在实现加速变现。 

 投资建议：借助 Z世代在消费市场的崛起，国内潮玩市场规模增长

加速，凭借盲盒的趣味玩法，潮玩正在从核心的小众圈层逐步走向

大众市场，并且依然具备很大的增长空间。在潮玩的发展过程中，

IP 展示出了巨大的影响力，随着潮玩市场的快速发展，潮玩也成

为了拓宽 IP变现渠道的新模式，未来 IP 和潮玩有望继续相互提供

支撑，为行业发展助力。 

 相关标的： 

【泡泡玛特】泡泡玛特成立于 2010年，并于 2017 年在新三板上市，

后在 2019年 4月从新三板退市。公司主营以盲盒为代表的潮玩业务，

建立了覆盖潮流玩具全产业链一体化平台，包括艺术家发掘、IP 运

营、消费者触达以及潮流玩具文化的推广； 

【奥飞娱乐】公司主营玩具产品生产销售和婴童用品生产销售业务，

具备丰富的 IP资源库，掌握了国内各类知名动漫 IP，例如 K12 领域

的“喜羊羊与灰太狼”，“超级飞侠”，“巴啦啦小魔仙”等；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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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妖气”漫画平台也是国漫界知名原创漫画平台，拥有“镇魂街”、

“十万个冷笑话”、“雏蜂”等青少年及全年龄层动漫 IP。公司利

用自有 IP或与外部头部 IP联合形式，开始逐步发力盲盒、手办等潮

流玩具业务； 

【金运激光】：金运激光拟以 1513万元交易对价收购玩偶一号 82.89%

股权，交易成功后玩偶一号将成为金运激光控股子公司。玩偶一号主

要采用无人零售方式经营 IP 衍生品的专业线下渠道公司，主要在全

国范围内针对商业体和院线铺设智能无人零售终端销售 IP 盲盒产

品，截止至 2020 年 3 月，玩偶一号在全国铺设了 338 台无人零售终

端，其中 188台分布在长三角地区，数量占比过半。目前金运激光拥

有 UNI、小黄鸭故宫，小熊维尼等 IP盲盒产品。 

风险提示：潮玩浪潮过气，消费者购买意愿下滑；IP变现渠道受挫，

变现能力不及预期；消费者偏好变化，IP设计落后影响销量；知识产

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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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盲盒为体，IP 为翼，潮玩市场进入井喷时代 

潮流玩具（潮玩）目前主要分为四类，包括艺术玩具、盲盒公仔、手办模型和 BJD 玩具。

艺术玩具通常将艺术元素融入设计中，收藏价值高，被称为玩具中的“奢侈品”，由于数量稀少，

价格通常上万甚至百万不等；盲盒公仔是主打 IP 的玩具，同样具有一定的艺术收藏价值，但是

价格远低于艺术玩具，一般在 50 元至 100 元左右；手办模型是一种以树脂或者塑料注塑成型

来还原日本动漫中人物形象的玩具，一般有成品和拼装两种形式，视形式价格也不同，从百元

到千元不等；BJD 即球关节娃娃，是一种球形关节链接、可动性较高的玩偶，价格一般在千元

以上。 

图 1：四类不同潮流玩具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 

其中“盲盒”的玩法早在中国 90 年代就已经有了其雏形。盲盒是潮玩的载体之一，IP 则

是赋予潮玩灵魂的翅膀。当代年轻人工作压力较大，使得潮玩成了其良好的感情寄托。再加之

市场催化剂的影响下，潮玩市场发展迅猛。根据阿里大数据显示，潮玩细分市场近年来增速接

近 300%。在 2019 年的天猫“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中，以潮玩为主要产品的中国潮流文化创

意公司 POP MART 泡泡玛特天猫旗舰店以 8212 万元的销售额成为天猫“双十一”整个玩具类

目的第一名，同比增幅高达 295%。 

1.1. 盲盒玩法问世，潮玩大众化正式爆发 

盲盒的概念起源于日本明治末期的“福袋”。在新年前后，百货公司为了处理未销售出去的

库存商品，会将多件商品随机组合打包后放入不透明的袋子或纸盒中，将其称之为“福袋”并

进行销售。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并不会知道福袋内的具体商品。但总体而言，福袋内商品的价值

往往会超过福袋本身的销售价格，因此也吸引了诸多消费者的购买。 

扭蛋机最早起源于美国，当时美国将其作为口香糖零售机。1965 年，Penny 商会将这种

机器引入日本，结合福袋的“抽奖”玩法，形成了现代的扭蛋机。相较扭蛋而言，盲盒可以说

是其进阶版本。盲盒的包装和物品比扭蛋更为精美，其工艺也更为复杂；扭蛋主打的 IP 以日本

动漫 IP 为主，消费者多为核心圈层用户；盲盒的 IP 则更为多样化。另外盲盒的营销模式是建

立在互联网的基础上，有着更好的受众以及交流条件。 

http://ipoipo.cn/


                                                            传媒 

本报告版权属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cnew.com 

请阅读最后一页各项声明                                                                第 6 页 / 共 27页 

自 90 年代开始，中国也有了“盲盒”玩法的雏形。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小浣熊、小当家

等干脆面中附赠的水浒英雄卡。由于干脆面单品价格低，需要收集的人物卡片数量众多，这种

“集卡式”营销也成为了众多“90 后”的集体回忆。 

到了 00 年代，在市场环境和政策扶持的双重刺激下，国产动漫 IP，尤其是大 IP、大制作

的漫画改编、游戏改编的国产动漫，得到了飞速增长。从最初包括“喜羊羊与灰太狼”、“超级

飞侠”、“猪猪侠”等在内的低龄化动漫 IP，到现在逐渐扩展到例如“画江湖之不良人”、“一人

之下”、“大圣归来”等非低龄化动漫 IP。国产动漫 IP 除了数量和质量在不断攀升，受众群体

也逐渐突破低龄圈层，开始向青少年和成年人发展。 

总的来说，盲盒市场的火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早期 90 年代爆火的收集卡片，再到 00

年代国产动漫 IP 的崛起，早就在这两代人心中埋好了心理因素。外加之盲盒的“神秘性”和“不

确定性”，吸引着大批年轻人快速“入圈”。 

图 2：盲盒发展历史 

 

资料来源：Bilibili，泡泡玛特天猫旗舰店，中原证券 

我们认为，当代年轻人工作与学习的压力大，且更愿意追求情感上的自我满足，而潮玩成

为了当代年轻人追求情感寄托的载体。“盲盒”的出现也有效地降低潮玩门槛。 

尼尔森数据显示，90 后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市场消费的主力军，在消费意愿方面，90 后消

费意愿为 63 点，高于 80 后（60 点）、70 后（54 点）、60 后（54 点）等年龄段。 

图 3：消费意愿对比 

 

资料来源：尼尔森，中原证券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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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对于消费的意愿更强，且拥有更开放的态度和探索自我的兴趣，不再仅仅追求物质生

活上的需求，更看重情感上的满足感，因此消费观念与上一代也大相径庭。根据马斯洛需求等

级理论，90 后一代基本已经跨越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踏入了更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

的情感满足阶段。再加之中国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快速发展，这一代人的工作、学习压力也非常

大。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年轻人也更愿意花钱去实现自我的满足，宣泄平时的压力，很多年轻

消费者的购买理由也十分简单，仅仅因为“我喜欢”。在这样的环境下，具有文化背景特点以及

社交属性的潮玩成为了寄托情感的优秀载体。 

图 4：马斯洛需求金字塔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中原证券 

例如，泡泡玛特的“毕奇（PUCKY）”系列设计为一个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小女孩形象。

Puck 是莎士比亚名剧《仲夏夜之梦》里的一个小精灵，很爱捉弄人，但同时它也拥有治愈的能

力。设计师很喜欢这个角色，觉得自己跟这个小精灵性格相似。所以就在精灵名字后面加一个

Y，变成了设计师的笔名，代表着真实和虚幻世界的结合。奇幻可爱的造型以及多种不同元素

的设计主题使消费者可以将自己的情感很好地寄托在玩偶上，无论是沮丧还是高兴都可以在玩

偶上找到回应。 

图 5：“毕奇”马戏团系列玩偶 

 

资料来源：泡泡玛特，中原证券 

潮玩的出现虽然可以贴和消费者的情感寄托，但早期的潮玩多集中于小众玩家群体，受制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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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市场规模和经济效益的限制，无法实现破圈。当时的潮玩大多由独立设计师一人完成设计，

注塑，上色等步骤。因此也导致了早期潮玩数量比较稀少且价格昂贵，造成“入圈”成本高，

将很多大众消费者拒之门外。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和营销，使更多人接触到设计师的潮流。再加上例如海贼王等自

带粉丝流量的 IP 加入到潮玩队列中。潮玩已经将原来以核心用户为目标群体的范围扩大到普通

消费者并使设计师的作品实现工业化量产，有效地降低价格门槛，加之“盲盒”玩法的营销策

略吸引更多的人“入圈”。 

图 6：Mighty jaxx 海贼王“索隆”潮玩 

 

资料来源：模玩社区，中原证券 

1.2. 潮玩的核心在于 IP，IP 为盲盒注入灵魂 

潮玩从字面意思上讲就是潮流玩具。潮流玩具主要有四类，包括艺术玩具、盲盒公仔、手

办模型和 BJD 玩具（ball joint doll 球关节娃娃）。但是有别于传统玩具，潮玩在艺术性，制造

工艺以及文化附属方面都存在极大的不同。传统玩具的特点在于其丰富的玩法，核心是生产技

术和可玩性层面的进步。其中以孩之宝的变形金刚系列为代表，以其复杂精巧的变形结构著称。

而对于潮玩而言，玩具只是作为艺术表达的一种载体，其意义更多的集中于潮玩独特的艺术设

计和收藏性上。也正是这种独特的艺术性，使得 IP 成为了潮玩的核心内容。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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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孩之宝变形金刚玩具 

 

资料来源：孩之宝天猫旗舰店，中原证券 

全球原创+授权 IP 潮玩市场持续走高，国内市场泡泡玛特独占鳌头。全球潮玩市场规模持

续维持高两位数增长，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全球潮流玩具市场规模由 2015 年的 87 亿美

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198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22.8%，预计市场规模将于 2024 年达到 448

亿美元，2019 年至 2024 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7.7%。 

图 8：2015 年至 2024 年全球潮玩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泡泡玛特招股说明书，中原证券 

相比之下，虽然中国潮玩市场虽然起步时间较晚，但是受益于庞大的消费人群基数，增长

速度却高于全球指数。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中国潮流玩具零售市场规模由 2015 年的

63 亿元增加至 2019 年的 207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34.6%，领先全球水平。预计将于 

2024 年达到 763 亿元，2019 年至 2024 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29.8%，依旧维持近 30%的

年均复合增长率，明显高于全球水平。 

2019 年中国潮玩市场已经占据全球潮玩市场的 15%左右，预计到 2024 年该比例有望提升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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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5%以上。 

图 9：2015 年至 2024 年中国潮玩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泡泡玛特招股说明书，中原证券 

另外根据阿里大数据显示，在 2019 年的天猫双十一中，以潮玩为主要产品的中国潮流玩

具集团 POP MART 泡泡玛特天猫旗舰店以 8212 万元的销售额成为天猫“双十一”整个玩具类

目的第一名，同比增速近 300%。 

图 10：泡泡玛特双十一销售额增速 295% 

 

资料来源：阿里大数据，中原证券 

 

2. Z 世代成消费主力，潮玩圈层日益扩大 

Z 世代指 1995-2009 年间出生的一代人。截止至 2017 年 6 月，全球 Z 世代人数已经达到

19 亿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达到 25%，超过千禧一代（指出生于 20 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

21 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的一代人），排在第一位。并且到 2020 年，Z 世代有望成为全球最大

的消费群体，占据美国、欧洲和金砖四国消费市场 40%的份额。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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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Z 世代占全球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巴克莱，中原证券 

而在中国，根据我们粗略测算，1995 年至 2009 年出生人口总数约 2.6 亿，占全中国人口

的近 19%。可见“Z 世代”的人口数量不可小觑。 

图 12：中国 Z 世代人口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原证券 

随着时间步入 2020 年，90 后成为了消费市场的主力。其中 Z 世代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

度更高，也更容易受到潮流文化的影响。 

2.1. Z 世代购买力增加，赋予“潮”字新定义 

Z 世代虽然还并没有完全步入社会，但是其影响力已经不容小觑。尤其是潮玩企业，已经

将“Z 世代”视为核心消费者。中国目前 Z 世代人数已达近 2.6 亿人，占世界 Z 世代人口的约

13%，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庞大的 Z 世代团体之一。根据《Z 世代消费力白皮书》数据显示,

在中国，Z 世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到达了 3501 元。除去那些已经步入职场的 Z 世代，在校 Z

世代也同样拥有很强的购买力。根据 2018 年 12 月凯度与 QQ 广告调研的《Z 世代消费力白皮

书》显示，19-23 岁在校 Z 世代当中，有约 35%左右的群体有着多种收入来源。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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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Z 世代收入结构 

 

资料来源：《Z 世代消费力白皮书》，中原证券 

由于“Z 世代”的成长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使得“Z 世代”的思想更加开放、成熟，对

待财务以及消费的观念也更加超前。 

相比于“千禧一代”，“Z 世代”获取财务知识的渠道更为广泛；相较于“80 后”，他们则

有着更为开放的收入观念，对于收入多样化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凯度与 QQ 广告的《Z 世代消

费力白皮书》显示，在有着多种收入来源的 Z 世代群体中，约 67%的人会通过校外兼职获得收

入。而除了常见的勤工俭学与奖学金之外，上述群体中还有 7%的人群会通过贩卖闲置物品获

得收入。 

从中我们可以窥见“Z 世代”的消费观和金钱观。社交网络时代所提供的丰富信息，使他

们养成了独立和多元化收入的概念。随着越来越多“Z 世代”步入职场，使得未来“Z 世代”

成为消费主体变成必然。 

另外，“为社交”也是 Z 世代重要的消费动机，有 65%的“Z 世代”会基于对同辈归属感

的渴望、为了想和朋友有共同语言，融入相同的社交圈而消费。“Z 世代”会在 QQ 空间，朋友

圈，微博，乃至 Instagram 等社交媒介上讨论现在的潮流时尚以及消费趋势，并通过这些内容

获得消费灵感，一旦他们认为自己需要，就会下单购买。甚至有时下单的原因可能并非出于真

实需求，而是仅仅为了维持社交关系或是融入社交圈产生的非理性冲动消费。这就给予了商家

很大的营销空间。 

如今，在各大平台上盲盒已经成为了大家热衷讨论的话题，从明星同款，明星带货，到短

视频平台上各种直播开箱视频，“Z 世代”通过这些社交网络获得了充足的消费资讯和消费信息

铺天盖地的信息量在“Z 世代”的潜意识中给予了心理暗示，无形之中产生了消费欲望。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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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林俊杰展示村上隆坐垫、抖音盲盒类短视频 

 

资料来源：Instagram，抖音，中原证券 

2.2. “数字原生”Z 世代，给予潮玩更多营销空间 

潮玩除了那些数量稀少，价格昂贵的明星限量同款外，大众消费日常更多接触到的就是盲

盒。由于盲盒其玩法的特殊性，当代盲盒营销策略一般抓住了消费者以下三个消费心理特征。 

第一，产品满足收集癖好。总体来看，盲盒的单价并不算高，一般在 39 到 59 元之间。有

趣的是，随着产品热度的提升，盲盒产品不断改进设计并推出新品主题，每个主题往往又有十

多款不同造型的产品。这些产品在服饰，表情，动作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如此一来消费者

为了满足自身的收藏欲，会不断购买盲盒，因此带来了盲盒产品的高复购率。根据泡泡玛特招

股说明书，超过 45%的潮玩消费者每年在潮玩上的花费超过 500 元人民币，近 20%的人在 2019

年购买潮玩超过 5 次，约 70%左右的潮玩消费者会就某一特定玩具设计购买盲盒玩具 3 次以

上。一旦踏入这个圈内，就会陷入循环不断的消费陷阱，在不断收集中获取满足感。 

图 15：泡泡玛特部分产品 

 

资料来源：泡泡玛特天猫旗舰店，中原证券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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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未知性和神秘性激发赌徒心理。盲盒的魅力不仅仅在于玩具本身可爱温暖的外表吸

引人，更重要的是，购买时的未知性，神秘性不断刺激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盲盒销售的已经

不仅仅局限于商品本身，更是在向消费者销售情感。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花钱购买得到的不

仅仅是盲盒产品，更是惊喜、开心、期待、满足、惊喜、失落这些情感。盲盒的特殊机制也是

为了逐步占领消费者心智所建立的。无形之中，消费者和商家也形成了一种娱乐性的情感默契，

让整个购买过程更加有趣。为了更加一步占领消费者的情感高地，不少盲盒商家会加入隐藏款、

限定款。这些隐藏款、限定款往往可以在二手市场卖出高于本身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在面

对高投资回报时赌徒心理催化下，消费者也愿意去花费金钱去复购这些盲盒产品。这样的购买

模式很容易在“Z 世代”中炒起热度。 

图 16：泡泡玛特隐藏款盲盒在二手市场价格 

 

资料来源：闲鱼，中原证券 

第三，盲盒已然成为炫耀与交流的社交货币。由于盲盒具备强烈的不确定性、神秘感以及

令人惊喜的隐藏款和限定款，导致大家都会乐此不疲地分享自己开盲盒的经验。社交媒体的高

普及率使得“Z 世代”更擅长也更喜欢利用网络来分享自己的情感。他们也乐于在“抖音”、“哔

哩哔哩”、“微博”等社交网络分享自己开出隐藏款的经验，甚至不少明星也加入了拆盲盒的行

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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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演员尹正在 b 站发布的拆盲盒视频 

 

资料来源：Bilibili，中原证券 

2.3. 上下游盈利模式清晰，潮玩逐渐形成用户闭环 

潮玩市场产业链十分庞大且丰富，并且在进行不断细化和拓展。从上游的艺术创作，到中

游生产、零售、营销，再到下游的二手交易市场等多个环节，最后用户需求又促进更多艺术创

作，产业链逐渐呈现闭环趋势。 

图 18：潮玩市场产业链 

 

资料来源：中原证券 

由于美国潮玩市场发展较早，加之受到美国传统消费文化的影响，美国市场主要还是以线

下零售实体店为主。根据 IBM 和美国零售业联合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67%的受访者会选择

到线下购物，31%则表示有时候会去。线上购物在美国“z 世代”中并不是那么流行，22%的

受访者表示经常使用网页购物，13%的人经常使用 app 购物。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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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美国“Z 世代”主要购物方式统计 

 

资料来源：IBM 和美国零售业联合会，中原证券 

根据唯品会联合艾瑞咨询发布《种草一代•95 后时尚消费趋势报告》，95 后在网购人群中

占据主力地位，表现在人口占比最大，黏性最高，渠道偏好最强烈：约 1/4 电商用户为 95 后；

63.9%的受访 95 后每天使用电商平台；10%的受访 95 后每天都网购下单。网上商城已经成为

了“Z 世代”进行消费购买的主要方式之一。所以目前主流潮玩厂商将零售店作为品牌延伸，

采取零售+线上为主的销售方式。 

盲盒的目标客户群体规模庞大，“Z 世代”线上线下链接紧密，推动了潮玩市场的繁荣发展。

举办大型潮玩展览会是推动潮玩被更多大众熟知，使得潮玩更快速出圈，构建更完整的潮玩生

态圈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内最著名的潮玩展当属由泡泡玛特主办的北京国际潮流玩具展（BTS）

和上海国际潮流玩具展（STS）。展览聚集了来自美国、德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斯洛文尼亚、西班牙、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十

多个国家及地区超过 300 位知名设计师、艺术家以及品牌，扩大了潮玩在大众圈层的影响力。 

图 20：BTS 以及 STS 盛况 

 

资料来源：泡泡玛特，中原证券 

在线下渠道，中国盲盒自动售货机飞速增长，使得线下圈层得到进一步扩展，弥补了实体

67% 

22% 

13% 

5% 

31% 

54% 

35% 

20% 

线下零售店 

网页购物 

手机app购

物 

电话购物 

有时 大多数时间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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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的不足。根据泡泡玛特招股书显示，从 2017 年到 2019 年，泡泡玛特线下自动售货机从

43 台增加到 825 台，其中仅 2019 年就增加了 565 台，2017-2019 年间，自动售货机数量增幅

高达 1818%。；与此同时，零售店的数量虽然也维持了较快的增长，但增幅为 256%，远低于

盲盒售货机数量的增长速度。 

图 21：泡泡玛特自动售货机布局 

 

资料来源：泡泡玛特招股说明书，中原证券 

 

图 22：泡泡玛特零售店布局 

 

资料来源：泡泡玛特招股说明书，中原证券 

泡泡玛特在线下无人售货机的布局速度远高于零售店的布局速度的主要原因是自动售货机

的占地面积小，坪效远高于实体零售店。根据泡泡玛特招股说明书中，2017 年到 2019 年间，

以单店规模 100 到 150 平方米的数据计算，自动售货机的坪效为 590，1505，1365 元/天/坪，

线下零售店为 229/285/470 元/天/坪，盲盒自动售货机坪效高于线下零售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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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泡泡玛特盲盒自动售货机以及线下零售店坪效对比 

 

资料来源：泡泡玛特招股说明书，中原证券 

网络线上销售渠道除了传统的电商官方旗舰店例如泡泡玛特天猫旗舰店和第三方商家以外，

顺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潮流，出现了盲盒 app 例如蛋趣 app 的形式，开拓了线上购买盲盒抽取

的新模式。有别于传统的在网上商城购买盲盒后需收到货才能得知物品款式的模式，盲盒 app

在网上消费后立刻就可以知道自己所获得的盲盒款式。遇到不喜欢的款式甚至可以直接在线上

进行二手出售，如此往复直到抽中自己喜欢的款式后，再邮寄到消费者手中。 

盲盒 app 通过整合了销售渠道和二手市场，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站式服务。虽然对于盲盒的

回收价格要低于销售价格，但是消费者却仍然乐意为此买单，从心理学上称之为“损失规避”。

损失规避是指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认为损失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 

在盲盒的购买过程中，消费者已经进行了实际的消费，抽到不喜欢的或者重复款，即使回

收价格很低，但还是能通过二手出售降低损失。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未将盲盒实际售出或拆盒，

商家并无任何损失，还可以通过低买高卖的形式获取价差收益。盲盒 app 有望成为未来线上盲

盒销售的全新模式。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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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蛋趣 app 

 

资料来源：蛋趣 APP，中原证券 

随着潮玩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用户群体的增加，改造和代购业务也就应运而生。盲盒品牌

每一个系列的主题相对固定，无法满足所有盲盒爱好者个性化的需求。尤其是部分核心玩家，

更渴望收藏品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在这样的环境下便诞生了盲盒娃娃的改造业务。 

与模型改造类似，娃娃改造师通过补土、重喷、手绘等工序改变娃娃的表情，颜色等。甚

至可以通过改造件改变娃娃的动作，体态等，使得消费者可以得到一只独一无二的玩偶。目前，

市场上盲盒改造价格多在 150-700 元之间，远高于盲盒娃娃自身的价格。 

图 25：改娃前后对比 

 

资料来源：小红书（创作者：言吾豪），中原证券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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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近两年的潮鞋风潮一样，国内玩家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国内盲盒产品，他们将目光盯向

了海外更为新奇的国外盲盒产品。乐高，乃至谷歌等公司也纷纷跨界进军盲盒市场，推出了各

自的盲盒产品。很多原先主要从事潮鞋、化妆品、奢侈品的代购，如今也开始涉足盲盒代购业

务。 

图 26：乐高、谷歌纷纷进军盲盒市场 

 

资料来源：乐高，谷歌，中原证券 

由于盲盒能够满足消费者收藏欲并存在高复购率以及不确定性两个特点，消费者在收藏过

程中往往容易购买到不喜欢或已经拥有的重复款式，因此将盲盒进行二次销售、转让和回收就

成了他们另一大诉求。 

根据闲鱼 App 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每月发布的盲盒交易数量较 2018 年增长了

320%，盲盒二手交易市场规模已经达到千万级，约有 30 万用户利用闲鱼进行盲盒二手交易。 

图 27：闲鱼盲盒发布增长数据 

 

资料来源：闲鱼，中原证券 

 

3. 联名大行其道，加速 IP 变现 

  IP 的直接内容指的是文字、漫画、动画等。依附于“Z 世代”的怀旧情怀，具有粉丝效

应等特性，IP 的基本盘已经完成。在各类营销手段的催化下，IP 正在实现加速变现。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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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吴亦凡带货，藤原浩联名，闪电耗子“皮卡丘”疯狂吸金 

利用现代年轻人的怀旧情怀，加以当代潮流艺术的表现手法，卡通人物出现在潮流圈早就

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比较典型的有例如 KAWS 的芝麻街系列，村上隆的哆啦 A 梦系列。如今

的潮流圈已经脱离街头滑板，破洞牛仔裤的“耍酷”时代了。在大量的审美疲劳之后，人们更

喜欢将“卖萌”和潮流结合，将知名 IP 引入潮流设计，尤其是一些包含“Z 世代”共同回忆的

卡通 IP 元素。将传统卡通以现代潮流手法表现是当代 IP 重要的变现手段之一。 

图 28：KAWS 的芝麻街，村上隆的哆啦 A 梦产品 

 

资料来源：搜狐网，中原证券 

吴亦凡在 2019 年的微博中晒出了一张身着日本知名时装设计师“藤原浩”与著名 IP“皮

卡丘”的联名的 T 恤衫。皮卡丘灵动、可爱的“卖萌”形象加之吴亦凡“带货”的粉丝经济，

导致此款 T 恤衫，甚至整个系列一经发售就被抢购一空。 

图 29：吴亦凡上身 Thunderbolt Project 系列 

 

资料来源：新浪微博，中原证券 

粉丝经济泛指架构在粉丝和被关注者关系之上的经营性创收行为， 是一种通过提升用户黏

性并以口碑营销形式获取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商业运作模式。原本粉丝经济局限于歌星专辑，

演唱会门票等。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粉丝经济衍生到了文化娱乐，销售商品等方面。粉丝经

济已然成为了加速当代 IP 变现的一剂强催化剂。例如，优衣库与 KAWS 联名 T 恤，早在发售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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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就有国内外不少明星通过各种形式纷纷带货，该款 T 恤在线上商城一经发售，短时间内立

刻售罄，线下商城也遭到疯抢，微博搜索量暴增 37 倍，冲破 571 万。 

图 30：优衣库与 KAWS 联名 T 恤微博搜索量暴增 

 

资料来源：新浪微博，中原证券 

联名产品在二手市场的表现也可谓是十分瞩目。在潮流网购社区应用“得物”App 上，普

通款AJ1蓝白配色潮鞋价格约为3700元左右，而与藤原浩联名限定款的价格却高达35000元。

两款鞋子本身的版型并无区别，仅仅是换色和印标，却凭借着藤原浩强大的品牌 IP 加持以及稀

缺性，价格翻了近 10 倍之多。可见在潮流市场中，IP 的重要性以及受追捧度。一个好的 IP 可

以使一件普通的商品摇身一变，成为潮流热品。 

图 31：蓝白 AJ1 潮鞋价格对比 

 

资料来源：得物 App，中原证券 

强大热度背后隐藏的是 IP 变现的良好模板。品牌商瞄准的 IP 主要为深受当代年轻人所喜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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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卡通形象，加之粉丝经济的催化，迅速扩大 IP 知名度和影响力。不单单是核心玩家，在互

联网庞大数据和营销策略的影响下，IP 影响力也在迅速出圈。 

3.2. 潮玩出圈趋势明显，IP 变现能力进一步加强 

由于单品价格很高，潮玩在过去一直面对的是核心玩家的小众圈层。但是泡泡玛特的出现，

打破了这一现象，潮流玩具迅速出圈，销量更是几何式攀升。在惊人发展的同时，出圈的背后

除了低价盲盒降低了准入门槛之外，其强大营销策略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多媒体渠道全面出击，线上多元化营销。泡泡玛特洞悉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而热爱圈层的“Z

世代”喜欢在带有社交属性的线上平台聚集的特点，在线上展开了多平台，多元化的营销策略。

除了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泡泡玛特更加注重 b 站，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垂直平台的影响

力，他们的目的便是拉近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接触距离。全面的线上运营，使得泡泡玛特收获

了颇重的营销产出比，提出艺术+趣味的原创 IP 概念让“Z 世代”们印象深刻。 

与知名品牌，明星等联动合作，加深品牌形象。在疫情期间，无法参加线下体验的人们往

往会对盲盒这类新鲜事物抱有更为谨慎的态度，但是对传统知名品牌的信任度和热情却会上升。

基于这种情况，泡泡玛特的做法是采用授权 IP 的方式，与一些知名品牌进行联动合作。今年年

初，泡泡玛特联合天猫进行了一次“盲盒自由”的联合活动。对于这类营销模式来说，看中的

是两方在各自领域内的影响力。天猫是阿里旗下品牌之一，其本身就具有极高的认知度。与此

同时，还联动了阿里旗下例如淘宝，钉钉，口碑等品牌进行集中讨论，扩大了话题影响力。最

重要的是使消费者耳濡目染，频繁接触这些信息和资讯，扩大了品牌势能。 

图 32：泡泡玛特联合天猫举办“盲盒自由”活动 

 

资料来源：新浪微博，中原证券 

此外，泡泡玛特还利用“粉丝经济”在微博这些领域邀请年轻群体中颇具影响力的明星例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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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台风少年团等担任“新品揭秘官”。通过明星代言的方式，强化了品牌在年轻人心中潮流，时

尚的形象。 

图 33：泡泡玛特 X 台风少年团 

 

资料来源：北京晨报网，中原证券 

营销向善，利用公益营销提神品牌好感度。在疫情期间，泡泡玛特利用这一契机，向用户

提供正向联系，组织营销向公众传达正能量。疫情出现后，泡泡玛特立刻推出以潮玩为形象的

标语提醒公众做好防护。除此以外，泡泡玛特联合新华网媒体创意工场推出了致敬武汉一线医

护人员的公益海报。利用国家媒体的知名度，在提升潮流玩具影响力的同时，增强了企业人文

关怀的暖度。泡泡玛特的公益营销不单单有意义，而且更加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为品牌树立了

有社会责任心，，传递正能量的勇于担当的形象。这种品牌形象会在用户心中转化为品牌忠诚度，

为品牌发展打下用户群体。 

图 34：泡泡玛特联合新华网媒体创意工场推出的公益海报 

 

资料来源：泡泡玛特，中原证券 

 

4. 投资建议 

借助 Z 世代在消费市场的崛起，国内潮玩市场规模增长加速，凭借盲盒的趣味玩法，潮玩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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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从核心的小众圈层逐步走向大众市场，并且依然具备很大的增长空间。在潮玩的发展过程

中，IP 展示出了巨大的影响力，随着潮玩市场的快速发展，潮玩也成为了拓宽 IP 变现渠道的

新模式，未来 IP 和潮玩有望继续相互提供支撑，为行业发展助力。 

 

5. 相关标的 

5.1. 泡泡玛特：潮玩领域龙头企业，业绩快速增长 

泡泡玛特成立于 2010 年，并于 2017 年在新三板上市，后在 2019 年 4 月从新三板退市。

公司主营以盲盒为代表的潮玩业务，建立了覆盖潮流玩具全产业链一体化平台，包括艺术家发

掘、IP 运营、消费者触达以及潮流玩具文化的推广。 

公司 IP 是业务核心，如今公司旗下已运营包括自有、独家以及非独家 IP 共 85 个，其中自

有 IP12 个，包括了公司最受欢迎的 MOLLY 系列产品；独家 IP22 个，包括了 Pucky、The 

Monsters 等；非独家 IP51 个，包括米老鼠、HELLO KITTY 等。公司至今持续与国内外艺术

家发展合作，发展原创 IP，扩宽自己的 IP 池。泡泡玛特未来计划在吸引新粉丝的同时，提高

粉丝忠诚度。优化会员计划和流量管理计划加强粉丝之间的链接，并增加互动。 

公司 2019年实现营业额 16.83亿元，同比增长 227.2%，净利润 4.51亿元，同比增长 353%，

市占率 8.5%，在国内潮玩零售市场排名第一。天猫双十一单日销量 8212 万元，排在天猫“模

玩”类别第一名。 

5.2. 奥飞娱乐（002292.SZ）：玩具+IP 双管齐下，IP 变现能力未来可期 

公司主营玩具产品生产销售和婴童用品生产销售业务，具备丰富的 IP 资源库，掌握了国内

各类知名动漫 IP，例如 K12 领域的“喜羊羊与灰太狼”，“超级飞侠”，“巴啦啦小魔仙”等；旗

下“有妖气”漫画平台也是国漫界知名原创漫画平台，拥有“镇魂街”、“十万个冷笑话”、“雏

蜂”等青少年及全年龄层动漫 IP。公司利用自有 IP 或与外部头部 IP 联合形式，开始逐步发力

盲盒、手办等潮流玩具业务。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累积了众多动漫 IP，有望通过 IP 为核心构建“IP+全产业链”的运营

平台，提高自身竞争力。 

5.3. 金运激光（300220.SZ）：拟收购玩偶一号控股权，拓展潮玩营销渠道 

金运激光拟以 1513 万元交易对价收购玩偶一号 82.89%股权，交易成功后玩偶一号将成为

金运激光控股子公司。玩偶一号主要采用无人零售方式经营 IP 衍生品的专业线下渠道公司，主

要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商业体和院线铺设智能无人零售终端销售 IP 盲盒产品，截止至 2020 年 3

月，玩偶一号在全国铺设了 338 台无人零售终端，其中 188 台分布在长三角地区，数量占比过

半。目前金运激光拥有 UNI、小黄鸭故宫，小熊维尼等 IP 盲盒产品。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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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提示 

潮玩浪潮过气，消费者购买意愿下滑 

潮玩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在快销时代，关注度很容易被新事物所取代，消费者购买盲

盒的意愿也有可能出现下滑。 

消费者偏好变化，IP 设计落后影响销量 

国内消费者基数较大，对于设计的偏好存在较大差异，如果潮玩的 IP 与设计无法跟上消费

者品味变化可能会对销量产生影响。 

IP 变现渠道受挫，变现能力不及预期 

虽然 IP 变现预期表现良好，但是如果出现错误的营销方式可能引起消费者反感，变现能力

不及预期。 

知识产权风险 

国内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相对落后，如果出现盗版产品或设计抄袭等问题，可能会对行业产

生不利影响。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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